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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加 坡 移 民 优 势

     国际“花园城市”，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街道干净整洁，空气清新，气候宜人，极其适合居 住生活；亚洲最佳退休储蓄    机制，美国权威杂志《新闻周刊》，

评选出了世界 TOP 10 的医院， 新加坡中央医院(简称 SGH)上榜，拿下亚洲第一，世界第三!

新加坡护照指数全球第一，可获多达 189 个免签证国家，被称为“宇宙最强”护照。

  新加坡财政体系简单廉结，法律严明，无资本税，区域征税，资金可在主要金融中心自由流动； 新加坡是全球数一数    二的低税国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

税税率低，无遗产税、无资本利得 税、海外收入不征税。

高效的医疗体系：新加坡的医疗服务在全球范围内都算优质高效，世界卫生组织 WTO 发布最新 的《世界健康报告》，对各国的医疗体系进行了评比，新加坡排名

世界第三。

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曾获得世界顶尖大学的第 11 名，成为亚洲第一大学；新加 坡的国际学校普遍使用的是 IGCSE 和 IB 课程。IB 文

凭受全球认可，学生毕业后可申请全世界 各大高校。

  新加坡在 2019 年取得了骄人的战绩。2019 年世界竞争力年鉴，新加坡位于“2019 年全球城市 经济竞争力榜单”第三位，“2019 年全球可持续竞争力榜单”第

一位。新加坡为全球四大外汇 交易中心，在国际金融，贸易融资，海事金融，保险，财务运作，资产及财富管理方面拥有领先地位。

   根据《童年终结数据》， 在 176 个国家排名中新加坡名列第一，成为“最适合儿童成长的国家”， 美国咨询公司盖洛普(Gallup)发布的 2018 年《全球
法律与秩序》报告指出，新加坡整体的法律 与秩序指数排在全球第一位，达 97 分，是全球治安最好的国家。



留学可以说是新加坡移民中受众范围最广，成本相对

最低的方式了。硬性条件有 2 个：

1、留学生必须在新加坡居住超过 2 年才能申请； 

2、必须至少通过一项国家级考试，或选入 IP 课程。

申请条件：

 1. 18 岁以下适龄学生（幼儿园至中学）。
 2. 在读学生需提供相应的学习成绩单或学习报告。 
 3. 根据新加坡教育部和学校的录取要求，需至少提
前 6 个月签约开始办理。

适用于计划通过留学让低龄海外留学生

直接获取永久居民之人士

国家级考试：PSLE (Primary School Leaving Examination)、GCE N- Level、O-
Level、A-Level。 IP 课程：即 Integrated Programme，又称直通车计划，为新加坡
学习成绩优异的小学生量身制定。 所以，如果要同时满足以上 2 种硬性条件，就必须
在新加坡就读小学或中学



                                  大学教育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 新加坡管理大学 海外名校

新加坡剑桥 A 水准会考 理工学院文凭

       初级学院 
（2 年制初级学院教育）

   理工学院
 （3 年制教育） 
南洋理工学院
义安理工学院 
共和理工学院
新加坡理工学院 
淡马锡理工学院

         ITE 
   新加坡工艺学院 
 （1 至 2 年制教育）

     新加坡剑桥 O 水准会考

     中学快捷班 
(4 年制中学教育）

4年
        新加坡剑桥 N 水准会考

    中学普通班 
（5 年制中学教育）

       小六会考(PSLE)
  小学教育
 (6 年制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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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家长/学生对学校标准进

行初步评估。

制定留学方案

01.
了解当地学校

03.
为学生安排学校入学测

试(考试/面试）。

提交入学申请

04.
成功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办

理入学手续，缴交学费以及

为学生与监护人申请签证。

办理学生准证

留 学 申 请 程 序 ：

向家长/学生建议合适
类型的学校以作参考。

。

05.
学生签证
获得签证，为学生安排住

宿，海外留学保险协助学

生准备出发前往新加坡。。



所需文件

① 学生有效护照 

② 出生证明 

③ 学历证明 

④ 成绩证明 

⑤ 近期彩色或黑白照片

⑥ 父母有效护照 

⑦ 父母工作在职证明

所需文件会因各学校类型、课程而有所不同，会因应学习要求，向家
长/学生提供所需文件清单 时间：快则 1-2 个月获批登陆新加坡。



  以国内商业背景和高管经验为依托，来新加坡成立新公司，申
请人以自雇的形式去到新加坡公司担任管理职位并申请新加坡自
雇工签。在新加坡创业后衔接移民的条件简单，灵活的申请及续
签条件，持有高管工签满2年可申请新加坡永居身份，持有永居 2
年可申请新加坡入籍。EP人士可为配偶和子女申请家属准证、父
母申请长期签证，实现短时间内一家三代移居新加坡。 快则 3-4
个月获批登陆新加坡；是目前衔接新加坡永居主流的途径。

 新加坡就业准证 EP 申请条件：

1. 依托公司成立至少 6 年,近1年或今年已达到800万人民币起非报税
营业额（对贸易行业、低学历、30岁以下申请人要求营业额要求更高）。
2.任职依托公司股东或高管至少3年以上，总工作经验需超过9年。 
3.大专以下学历申请人需有丰富经商高管经验。 
4.新加坡公司后期需要能提供至少3份以上海外业务合同. 以上如依托
公司规模不够，可以另进行评估和方案设定来符合申请要求。



所需文件
1.申请人有效护照

2.申请人工作简历 

3.申请人对职位、薪金要求

4.过往就业推荐书，奖励或表彰（如有）

5.如申请人获月薪超过6,000新币，即可为配偶 、未满21周

岁未婚子女申请家属准证。

6.如月薪获超过12,000新币，即可为父母申请长期探访签证。 

*所需申请文件会因各公司职位要求而有所不同, 到时会

协助申请人准备和整合有关文件,以提高聘用机会。 



 ◆ 新加坡创业移民是通过注册新加坡公司，获得创业准证，
再通过创业准证进一步申请绿卡。创业准证，又称作商业入
境证，是由新加坡人力部及新加坡标新局联合审核，批准的
一种面向外国企业家的工作准证。如果您准备在新加坡成立
新的公司，您就有资格申请创业准证，从而进 一步取得新加
坡永久居留权，达到创业移民的目的。

◆新加坡创业准证的有效期是1年，可以在第2年申请续签。
在持有创业准证满2年后，创业准 证的持有人即可获得申请
永久居留的资格。在获得永久居留权2年后，持有永居满2年
可申请入籍新加坡。



方案 申请条件
以企业家身份申请 ◆由政府投资机构、创业投资人士（Venture Capitalist）或新加坡政府

    认可的天使投资人（Business Angel）至少 10 万新币的资金
 ◆公司符合政府认可的初创 Incubator 或 Accelerator 项目
     具丰富、良好的创业经验及商业网络，如：
o 曾经创立及出售科技公司、
o 过去或现在曾得到投资人士的资金、
o 曾参与国际知名的 Incubator 或 Accelerator 项目、
o 专业曾获政府机构、知名媒体、业界组织的报道或认可

以创新者身份申请 ▲公司在知识产权机构认可国家中持有知识产权（IP）
▲公司与新加坡科学技术研究局正在进行研究合作
▲在公司相关之业务领域中，拥有出色的技术或专业知识

以投资者身份申请 ●拥有投资记录
●有意大额投资新加坡公司
●有创立并发展大规模公司的经验；或有 8 年以上于大公司担任高层的经验

注意事项 创业准证不得就以下业务作出申请
o 咖啡店、小贩中心、美食广场
o 酒吧、夜总会、卡拉 OK 足底按摩、按摩室
o 针灸、中药、中药配药业务
o 就业机构
o 风水生意



   新加坡家族办公室就是主申请人在新加坡设立两家公司， 一家是基金公司， 一
家是家族办公 室。主申请人通过家族办公室进行投资理财并管理着自有资产，享受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针对家 族办公室的税收豁免计划，同时主申请人还可以获得自雇
工签 EP ，实现大国移民，从而身份、 资产规划和配置、财富传承一步到位，一劳
永逸。 EP 持有满 6 个月后满足条件可申请新加坡 永居身份（PR）。配偶和未满 
21 周岁的未婚子女可以申请家属准证 DP；父母可以申请长期 探访签证 LTVP。

新加坡家族办公室申请条件：

①至少 500 万美金起流动资产 

②主申年龄在 21 岁或以上 

③能解释资金来源

④无犯罪记录 

⑤每年达到 20 万新币的运营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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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稳定和亲商的环境

新加坡十多年来一直被评为“全球最
佳营商经济体”之一，当地政府非常
热衷于吸引外国投资者， 不断推出多
样化支持政策和项目。

03. 有吸引力的税收计划
新加坡家族办公室为离岸和境内公司
管理的资金免税，获批后，相关基金
不需要就指定收入或 投资收益支付税
金，且与超过 100 个国家和地区签订
互免双重征税协议 DTA。这对于拥有
跨境 企业的家族而言也是一个诱人因
素。

02. 信誉良好的法律制度
新加坡拥有健全完善公平的法律制度，
法律和监管清晰透明，在亚洲排名第一，
企业和 企业家 的合法权益在新加坡能够
得到极好的保护，也给家族财富提供最
佳“安放地”。新加坡在知识产 权保护
方面也在全球排名第二，亚洲排名第一。

04. 移民移居目的地

作为亚洲最宜居的城市，新加坡在生
活环境、医疗保健系统、教育系统等
方面全球排名靠前， 是全球富豪、名
人移民移居的优先选择之一。可通过
申请工作准证 EP 转换新加坡永久居
民(PR) 的方式，达到个人和全家移
民新加坡的目的05. 资产配置和家族传承

新加坡的所得税税负在全球发达国家
中处于极低水平，通过获得新加坡税
务身份，为个人和家 庭达到最优的税
务规划。同时，家族办公室建立长久
的家族传统，实现跨代传承及家族富
的保 值与增值。



● 投资新币500万元成立家族办公室, 管理新币2亿元
资产: 管理2亿新币资产是GIP下对单一家族办公室的
要求，这不等于在新加坡成立家族办公室一定要拥有 
2亿新币，资产少于2亿新币也是可以在新加坡成立单
一家族办公室。

● 单一家族办公室所管理的资产类型，除房地产外，
一般包括股票、债券与其他衍生产品，以及银行存款
等。

● 成立单一家族办公室后，资产持有人可申请新加坡
就业准证（Employment Pass），配偶和21岁以下子女
可申请家属准证（Dependant's Pass），资产持有人
父母可申请长期探访准证（Long Term Visit Pass），
实现全家三代长居新加坡。 

● 资产持有人持有就业准证身份 2-3 年后，还可携
配偶与21岁以下子女一同申请新加坡永久居民。

需时: 快则3-4个月获批登陆新加坡



  为了吸纳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到当
地发展，新加坡设有全球商业投资者计
划(Global Investor Programme, GIP)，
有兴趣在新加坡创业或进行投资的投资
者,可以通过该计划申请 永久居留权
（PR)。投资移民的申请时间较短，是目
前最快和直接的永久移民方式。该计划
有两 个方案，均需达到基本申请资格。
 
 GIP投资移民的优势在于较宽松，没有
学历、年龄及语言要求，而且GIP移民可
以带同配偶及21对以下子女作为附属申
请人一起申请永久居留权。

基本申请资格：
① 申请人需拥有至少三年的创业
经历，并提交公司最近三年经过
审计的财务报告； 
② 该公司最近一年的营业额及最
近三年的年均营业额均必须达到
至少 5,000万元新币（约 2.83 
亿港元）； 
③ 若申请人的公司属于私人所有，
必须持有至少30%的股权。



技术移民通过持有工作签证，被当地公司雇用并获
得就业准证后，就可以申请新加坡永久居民 权。
工作签证分为三大类，其中中高层管理员和高级技
术人才的申请成功率高。

        
）

WP 是为低水平国际
劳工就业准证，获得
永居权的机会最小。

SP 是为外国中级
技术小准雇员提供
的就业准证。

EP 是新加坡政府为吸引更
多外籍的专业技术人才签
发的工作签证， 也是等级
最高的工作签证。

 工作签证申请要求： 
 ·有足够劳动能力，年龄50岁以下（单身女性必须在45岁以下）
 ·本科或以上学历，有专业证书或者特殊技巧

工作签证 Work 
Permit

S Pass Employment Pass

薪金要求 无 2500 新币起
（约 1.5 万港元）

5000 新币起
（约 3 万港元）

学历要求 无 大专，本科或技
术资质认证

持有获认可的毕业证
书

是否可申
请 家属准
证

否 薪金要求 6000 
新币（约 3.5 万
港元）起，可为
配偶以及 21 岁
以下女申请

薪金要求 6000 新币
（约 3.5 万港元）起，
12000 新币(约 7 万
港元）以上可申请父
母 长期探访准证
（LTVP）

是否可以
申请绿卡

否 是 是

工作签证申请条件工作签证分为三大类



公司税率01

居民税率02

非居民税率03

物业税率04

应税和非应税收入
在新加坡赚取或源自新加坡的所有收入均需缴纳所得税。
一般而言，2004 年 1 月 1 日或之后在新加坡收到的海外收入无需纳税，某些情况除外。

本地和外国公司的税率、企业所得税退税和免税计划。不论是本地公司还是外国公司，
公司的应课税收入均按 17% 的统一税率征税。

新加坡实行累进居民税率，从 0% 开始，到 $320,000 新加坡元以上的 22% 结束。
1.没有资本收益或遗产税。
2.个人只对在新加坡赚取的收入征税。除少数例外情况外，个人在海外工作时赚取的收入
无需纳税。

如果您是在纳税年度内在新加坡逗留或工作少于 183 天的外国人，则您被视为非税务居民。
1) 非居民就业收入税- 
非居民的就业收入按 15% 的统一税率或累进居民税率征税。以较高的税额为准。
2) 董事费、咨询费和所有其他收入的税收-
自 2017 年起，非居民个人的税率（某些降低的最终预扣税率除外）已从 20% 上调至 22%。
这是为了保持非居民个人的税率与居民个人的最高边际税率之间的平等。

1) 自住业主税率（住宅物业）
财产税是对财产的所有权征税，无论是出租、自住还是空置。房产税取决于房产的年价值。
新加坡遵循从 0% 到 16% 的累进财产税税率。
2) 非自住业主住宅税率（住宅物业）
非业主自用住宅物业是业主不居住的公寓、组屋或其他住宅物业。物业税取决于物业的年价
值。非自住业主住宅税率从 10% 开始，到 22% 结束。
3) 商业和工业物业（非住宅）
非住宅物业，如商业和工业建筑以及土地，按年价值的 10% 征税。业主自住税率不适用于非
住宅物业，即使您购买这些物业供自己使用/自用。

新加坡现行税率

应税海外收入
a) 它是通过在新加坡的合作伙伴关系收到的。
b) 您的海外工作是您在新加坡工作的附带条件（即作为您工作要求
的一部分，您必须出国公干）。
c) 您代表新加坡政府在海外受僱。
d) 您在新加坡有贸易/业务，并且您正在海外开展贸易/业务，这是  
您在新加坡进行的贸易所附带的。 

排除清单上的住宅物业按10% 征税：
排除的类别：
1.任何体育和休闲俱乐部内的住宿
设施
2.小木屋
3.托儿所、学生托儿中心或幼儿园
4.福利院
5.医院、收容所或康复、疗养、  
护理或类似用途的场所
6.酒店、背包客旅馆、民宿或招待
所
7.服务式公寓
8. 属于根据《财产税法》S6(6) 免
税的任何财产的一部分的员工宿
舍
9. 学生宿舍或宿舍
10. 工人宿舍  



新加坡居民身份与公民身份常见问题

Q1、如果我是新加坡永久居民，我的配偶和子女能否
申请成为新加坡公民？
A 如果配偶本人获取新加坡永久居民身份已满两年，
并且自申请之日起与您结婚至少两年，便能申请成为
新加坡公民。若您或您的配偶为新加坡公民，且子女
出生于海外，您可为二十一岁以下的子女申请取得新
加坡公民身份。更多咨询请联系移民与关卡局。

Q2、如果我是新加坡永久居民，我能否为父母申请
在新加坡居住？
A 您可以替父母申请长期探访准证担保父母在新加
坡居住。该准证有效期为五年，期限期满后可申请
延长

Q3、我的子女大于21岁，我可以担保他们申请
新加坡永久居民吗？
A 凡年满21周岁以上的子女都必须凭自身资质申
请成为新加坡永久居民。

Q 4、新加坡永久居民（PR）申请的审核期有多长？
A 在完整递交所有申请表格与必需要文件后，审批
流程需九至十二个月的时间。

Q 5、成为新加坡永久居民后，将会享受哪些福利？同
时需要履行什么义务？
A1 福利
从教育、医疗保健津贴到购买公共组屋的所有权，新
加坡永久居民（PR）享有诸多福利。与持有工作准证
的外籍人士相比，新加坡永久居民通常能享受更多的
福利和特权。
A2 义务
重要义务之一即是第二代男性永久居民须参与国民服
役。第二代男性永久居民是指在另一人（例如，父母
或配偶）的担保下而取得新加坡永久居民资格的男性
居民。一旦年满16岁半，第二代男性永久居民就必须
进行国民服役登记，年满18岁时，即需应征入伍，履
行为期两年的全职国民服役义务。此后，他们还须在
未来的十年内不间断地参加士兵预备服役。

Q5、有意取得新加坡公民身份，我申请者需要在
新加坡逗留多长时间？
A 年满21岁者并且在新加坡以永久居民身份在新加
坡生活两年后，可申请成为新加坡公民。

Q6、如何申请成为新加坡永久居民？
A 要成为新加坡永久居民，您需向移民与关卡局（ICA）
申请入境准证。想要了解有关申请资格和申请程序的详
情细信息， 请登陆移民与关卡局网站查询。

Q7、放弃新加坡永久居民身份后，我可以再次申请该
身份吗？
A 您可以再次申请新加坡永久居民身份，但将会以申请
者个人资格和当下的条件进行考虑。您也需要重新列明
您已经提取的公积金缴交额（带利息）。



新加坡银行个人账户开户

适用于有意获得海外账户、配
置海外资产的非新加坡居民人
士。账户开户后可在全球国家
操作 转账、投资或消费等活
动 。

新加坡银行公司账户

新加坡公司注册及公司
银行账户开户服务。

     其他服务
税务会计、商标注册、办公室
租赁, 公司秘书服务、虚拟地
址服务包括（代收代寄信件、
电话 代接）、员工招聘、汽车
租赁/购买、公寓/宿舍租赁/购
买、及员工/企业商业保险等。

 新加坡永久居留申请

适用于符合申请准则之人士 
(如已持有就业准证/创业准
证等至少 2 年)或自雇人士。

新加坡入籍申请

申请人在持有新加坡永居
身份满 2 年即符合申请
资格。获批后将获得新加
坡护照及新加坡身份证。

  其他签证

适用于符合申请准则之
人士 (配偶,子女, 父母

团聚签证)。


